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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城为民 创城惠民

截至 9 月 25 日，市创城办共
收到 5340 多条建议。本期摘选 24
日 17:00 至 25 日 17:00 收到的 7
条建议进行刊登。

一、交通出行
1 . 七星区横塘路轮胎厂附近

居民较多，希望该处设置公用自行
车停放点，方便附近居民。（秦先生）

2 . 象山区西门桥往民族路方
向，有一些路口的斑马线磨损严
重，希望相关部门重新进行喷漆，
保障行人通行安全。 （赵先生）

3 . 公交 203 路沿线乘客较
多，建议相关部门增加 203 路公
交车的发车频次，方便沿线的市民
乘客。 （胡女士）

4 . 建议相关单位在上下学时

段加强对临桂区三小路口的交通
疏导和管理工作，保障学生出行
安全。 （张女士）

5 . 七星区师大二附学校上
下学高峰期交通较拥堵,建议增
设公交路线，缓解拥堵现象。

（韦女士）
二、城市建设与管理
6 . 叠彩区胜利路西一巷有

一段下坡道路，路面较滑，老人
通行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
门设置防滑措施，改善出行环
境。 （赵女士）

7 . 上海路有一段非机动车
道铺设的是青石板，下雨天较滑，
希望相关部门能将非机动车道改
为沥青路。 （刘先生）

1 . 建议内容：叠彩区凤集花
园小区路口处有一段道路坑洼不
平，影响周边居民出行，建议相关
部门对该段路面进行修整。

落实责任单位：叠彩区政府
落实办理状态：已办理
落实反馈情况：针对建议人提

出的建议，我区高度重视，第一时
间派出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实地勘
察，施工队伍已于 8 月 2 日前将该
路段沥青铺设工作落实完毕。

2 . 建议内容：机场路路灯早
上 5 ： 40 左右熄灯，但当时天还
没有亮，出行较不方便，希望相关
部门根据季节延长或缩短路灯关闭
时间。

落实责任单位：市城管委
落实办理状态：已办理
落实反馈情况：针对建议人提

出的建议，我单位高度重视，市机
场路管理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于 9 月

6 日到现场进行了情况核实，并
与建议人进行了沟通。经查，处
理情况如下：机场路全线路灯开
关时间已于 9 月 7 日起进行了微
调，早上关灯时间调整为 6 ：
1 5 ，晚上开灯时间为 1 8 ：
55 ，以满足市民安全出行的需
求。

3 . 建议内容：中医院急诊
科又好又多超市附近的斑马线磨
损严重，希望相关单位重新进行
喷漆，方便司机与行人。

落实责任单位：市交警支队
落实办理状态：已办理
落实反馈情况：针对建议人

提出的建议，我单位高度重视。

交警支队设施大队有关人员于 9
月 2 日 10 时对建议人反映的情
况进行了核实。经查，已于 9 月
6 日前对斑马线进行了重新施
划，保障行人安全出行。

桂林市“创建文明城

为民办实事”金点子选登(五十三)

“创建文明城 为民办实事”

金点子办理反馈情况(四十二)

□本报记者 李慧敏/文

高屋建瓴、规划先行：以城市标准

打造四塘新集镇

由于先天的地理优势，四塘镇预计在未来 10
年可以实现和临桂城区的无缝对接，成为城市建
设的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四塘的新型城镇化示
范镇建设必须要着眼未来。“因此，四塘镇在新型
城镇化示范乡镇建设中突出一个‘新’字，立足一
个‘镇’字，体现一个‘城’字。重点要体现文化特
色，打造宜居、宜商、宜游的新四塘，为将来更好地
融入城市的发展打下坚实的软、硬件基础。”四塘
镇党委书记罗小松介绍说。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镇党委、政府按照生态
宜居，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协调的理念，聘请

了高校设计队伍，高标准、高起
点地编制完成镇区总规划、控制
性详细规划和自然村庄规划等。同
时聘请专业团队，对市民广场、市民公
园、集镇区民房的立面改造等项目进行整体设计
规划。在规划中充分考虑了人居环境、便民设
施、旅游经商等各种城镇化要求，并符合桂林市
临桂区未来城市发展需求，同时也要体现四塘
“状元文化”底蕴和特色，让四塘人民在小城镇
建设中有更多的获得感，也为来此务工落户的新
四塘人提供宜居环境。

此外，四塘一系列按照城市的标准来建设的
项目，也充分考虑到未来城市发展和承接城市产
业需要。据了解，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 50 吨的
垃圾中转站已投入使用；投资 800 万元、日处
理污水能力 1000 吨的污水处理厂正进行三通一
平和围墙建设，预计在今年 12 月前可以完成；
计划新敷设自来水管网近 7000 米，目前已完成
主管道建设，并为接驳桂林城市水网预留了空
间；计划改扩建状元路及东阁路。状元路长 769

米，双向两车道宽
14 米，两侧人行道

各宽 3 米；东阁路在
现有路面的基础上每侧加宽

2 米，按道路要求进行车辆分流，长约 1200
米。两条路已做好雨污分流、电力、通信、广电
等地下管道铺设，预计 10 月底全面完工。路灯
标准化建设项目、镇区干道绿化项目、道路无障
碍设施建设项目同步进行，同步完工。

深入挖掘文化特色，系列项目实现

镇区美化、风格化

9 月中旬，记者走进四塘镇区，眼前正是一
幅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街道旁，工人们正在进
行道路管网施工，路旁的住宅正在进行立面改
造，四会路两侧的带状绿化公园已初现雏形……
“近段时间，四塘的变化日新月异，一个星期之
后你再来，看到的又会是更美丽的四塘。”镇政
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位于东阁路西南侧，建设面积达 2000 平方
米的市民公园，现已完成基础建设。记者在现场
看到土地已经平整，荷塘已经挖成，颇具特色的
木制连廊也已部分修建成型。“按照设计规划，
四塘市民公园里将会有文化墙、亭台水榭、雕
塑、象征三元及第的门楼等彰显状元之乡风格的
元素。”罗小松书记告诉记者。据介绍，在条件
具备的地段还将修建自行车道或者步道市民公
园。届时，不管从高速路还是乘坐动车，都可以
看到四塘以“状元文化”为特色的市民公园。

“小青瓦、白粉墙、吊阳台、坡屋顶、木格
窗”，桂北民居特色的沿街房屋已经成为四塘镇
的又一张名片，马头墙、飞檐、窗花、状元等凸
显当地历史文化特色的元素被运用于立面改造
中。全镇共 250 栋房屋实施改造，目前一期、
二期已完成，共 175 栋，三期正在进行中，预
计 10 月底全面完成。

作为陈宏谋故里、“三元及第”陈继昌的家
乡，同时也是“桂林三宝”之一四塘横山豆腐乳
的发源地，四塘镇始终以传承传统文化为特

色——— 一是正在建设陈宏谋遗址公园，积极推
动横山传统古村落项目，编制完成横山村委国
家级传统古村落保护规划，目前已完成青石板
路、污水处理管网、李宗仁捐资学堂、四方井、荷
花塘改造工程，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善；二是地
名标识系统突显特色，提取陈宏谋担任清代“东
阁大学士”和陈继昌“三元及第”的文化元素，把
镇区的两条重要道路命名为“东阁路”、“状元
路”；三是启动了岩口村委田心村乡土特色示范
村建设，着力建设许氏宗祠、停车场和公厕，对
古民居、石板路和古石门等进行修复与保护；四
是推动四塘豆腐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
工作和镇区文化活动场所的规划建设，用文化
的力量凝神聚力，共建美丽四塘。

民生项目惠民，产业发展兴镇

围绕宜居、宜商、宜游的目标，四塘镇着力
增加和优化教育卫生、文体娱乐、农贸市场、市
民公园、汽车客运等城镇功能，让新四塘和市区
其他地方一样方便、洁净。除了市民公园外，规
划面积达 3000 平方米的新农贸市场也已完成
主体建设，内部装修已完成 80%，预计 10 月份
可投入使用；四塘镇中心幼儿园已投入使用，可
接纳适龄儿童 250 人；四塘卫生院已完成大门
和庭院的改造，客运站建设也完成地基工程。

另一方面，四塘镇党委、政府坚持把示范镇
建设和工业发展、农业优化统筹协调发展，多轮
驱动，为四塘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目
前，四塘镇内建成的重大项目有桂林三金药业
现代化中药产业化工程、广西奥瑞金包装项目、
临苏路(四塘段)等重大工程，桂南 500 千伏输
变电工程、莱茵生物搬迁、桂林国际电线电缆一
期等重中之重项目进展顺利。启动推进“三元及
第”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创建工作，积极引导
柑橘类水果产业发展，目前新村、界牌、李家村
已形成以 2 万亩水果产业带为依托，大力发
展集休闲娱乐、餐饮为一体，兼顾农业生产与
科普教育功能的农业观光基地。

“扬帆起航正当时。四塘镇将以新型城镇化
示范乡镇建设为契机，用状元之乡敢为人先的
劲头，撸起袖子加油干，按时完成建设任务，彰
显四塘特色，完成基础建设、生活服务水平与临
桂主城区的顺利接轨，实现从镇到城的华丽转
变。”四塘镇党委书记罗小松充满期待地说。

■《桂林第三批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建设》系列报道之二

“状元故里”临桂四塘：

“宜居、宜商、宜业、宜游” 实现由镇到城的蝶变
四塘镇位于临桂区南部，距

临桂区 10 公里，辖 15 个村委，
111 个自然村，总人口 4 . 7 万
人，集镇人口 11800 多人，是清
代名儒陈宏谋、“三元及第”陈
继昌的故里，也是桂林国际旅游
胜地建设和临桂新区建设的主战
场。自 2016 年 9 月四塘镇被列
为桂林市第三批新型城镇化示范
乡镇以来，镇党委、政府按照市
委和区委的部署，团结奋进，发
挥后发优势，用建设城市的理念
来谋划和建设新城镇。示范镇建
设安排项目 24 个，四塘镇还主
动增加项目 13 个，总投资约
1 . 3 亿元。目前，四塘新型城镇
化示范镇建设各项目进展顺利，
已完工项目 6 个，正在建设中的
项目 31 个，已完成投资 8000 多
万元，各项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前
顺利完成建设目标。

已经初步完
工的市民公园内的
凉亭。

记者李慧敏 摄
▲正在进行室内装修的新建封闭式农贸市场

内一景。 记者李慧敏 摄

▲已经基本完工的镇区房屋立面改造。

(图片由四塘镇政府提供)

▲四塘工业园区鸟瞰。

(图片由四塘镇政府提供)

（上接第一版）目前，已经对公众开放的
“一院两馆”项目不仅为丰富广大市民群
众的文化生活提供了更好的文化服务，也
成为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新载体。

此外，古莲文化街、孝道感恩长
廊、礼仪文化街、桂林板路文化街、清
代名臣陈宏谋故居、灵川百年清官村、
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纪念公园、贻德
广场等相继建成，既宣传和弘扬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又为桂林增添了更多
的文化韵味。

桂林“百姓大舞台”：

全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新品牌

随着百姓对文化生活需求的不断提
升，为了满足百姓的文化需求，桂林市将
过去的“广场文化”逐步向“剧场文化”
转型升级，桂林“百姓大舞台”应运而
生。

“百姓大舞台，有我更精彩！”桂林
春天剧场 600 个座位每次都被免费领票
入场的老百姓坐满。 2009 年 4 月，桂林
市委宣传部精心策划、倾力创新打造了桂
林“百姓大舞台”这个公益性、群众性公
共文化服务品牌。以“百姓大舞台”为龙
头和枢纽，通过建立“政府倡导、社会支
持、百姓参与、媒体互动”长效机制，探
索出一条“政府投入小、社会影响大、百
姓广参与、群众得实惠”的文化惠民新路
子。目前，桂林“百姓大舞台”已经演出
200 多场，参加演出的群众演员达 7 万多
人次，观众 30 多万人次，通过电视、网
络视频和新兴媒体观看演出的观众和中外
游客达 2610 多万人次，得到了刘云山、
刘延东等中央领导的批示和高度肯定，
2013 年荣获文化部“全国群星奖”。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宣部部长刘奇葆，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范晓莉现场观看了桂林“百姓大舞

台”演出。
老百姓演、老百姓看、老百姓评。桂

林“百姓大舞台”全面激活、提升了城乡
老百姓文化生活水平，被称为“桂林老百
姓的星光大道”，也成为全国基层公共文
化服务新品牌。

此外，我市还倾力打造“漓江之
声”、“周末大家乐”、“读书月”、
“桂林百姓文化大讲坛”等系列公益性文
化品牌，并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
教育，影响力持续提升。

桂林动漫《可可小爱》：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漫”向全国

桂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创新创意
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积极引导动漫创意产
业传播正能量，扶持企业做大做强，开辟
了一条以现代动漫为载体，弘扬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路子。

从 2014 年 3 月起，由市委宣传部
牵头，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宣传相结合，策划指导
桂林坤鹤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创作了
《可可小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
动漫公益广告剧，通过可可、小爱这两
个活泼可爱儿童的眼睛和视野，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深入浅出的阐释和
解读，以小见大，贴近生活，增强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染力。

目前，《可可小爱》已经制作播出
了 90 集，登陆央视 CCTV-1 等 12 个
频道，成为登陆央视频道最多的动漫品
牌，已在全国逾 1000 家省、市电视台
播出，视频网站点击量突破 400 亿
次，并成为唯一入选国家七部委“讲文
明、树新风”展播活动的动漫作品。在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广西
境内所有高铁都在播放《可可小爱》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公益广告剧。节
目覆盖国内所有的机场、飞机电视，以
及 70% 以上高铁、动车、普速列车、
长途大巴车厢内电视等娱乐点播系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随着两个可爱的
动漫宝贝深入人心。

（上接第一版）据该大队工作人员介绍，下
一步他们还将对辖区私设的地锁进行排查
并及时拆除，还居民整洁干净的道路环境。

有居民在创城“金点子”平台中反
映：七星区横塘路道路两旁杂草丛生，路
面坑坑洼洼，严重影响交通出行。漓东街
道办事处在接到“金点子”后，当天就与
市交通运输局公路管理处进行协调沟通，
并现场察看了解路面破损情况，第二天就
安排施工队伍对破损路面进行修补，三天
内就将横塘路破损路面全部修补完毕，道
路杂草也清除干净。居民们在修补现场纷
纷称赞道：“没想到这么快就将路修好
了，以后下雨天走路再也不用发愁了。”

许多市民向市创城办提出的“金点子”
在高新区七星区都得到了快速有效的办
理。施划车辆规范停车线、市区主要街道沿
线露天夜市被取缔、无物业小区环境管理
得到加强、增设辅星路与龙隐路的斑马线
和行人过街信号灯……这些老百姓看得
见、摸得着的民生工程，通过“金点子”活
动，高新区七星区让创城成果真正方便市

民、惠及市民，全民创城积极性大大提高，
“我要创城”已经成为广大市民的共识。

“金点子”活动促基础设施大提升

在用心落实市民“金点子”意见建议
的同时，高新区七星区相关部门结合市民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加强市容整治，
改善基础设施建设，让市民一天比一天深
刻感受到城市因创城而发生的喜人变化。

“盼了这么久，终于修通了！这条路
改善了沿路居民的生活环境，给市民提供
了一条干净、宽敞、便捷的出行道路，做
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大好事，我为政府点个
赞！”花园社区居民肖俊勋站在芳香路与
六合路交会处感慨说道。伴随着芳香路最
后 500 米道路铺设完毕，建设历时长达
8 年的芳香路正式竣工通车。极大缓解了
六合路、建干路、东环路的交通压力，也
实现了创城为民、创城惠民的主要目的。

花鸟市场作为人流量大、规划落后的
老市场，周边的环境整治成为城市管理的

重中之重。以前花鸟市场的道路两边摆满
了临时摊点，道路狭窄脏乱，车辆乱停乱
放，经常造成交通堵塞。针对这一现象，七
星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创城过程中出重
拳整治。如今，市场面貌焕然一新，周边道
路通畅，百姓出行便利。

据了解，创城工作开展以来，高新区
七星区设立 9 个创城长效工作组，与各
部门、各单位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形成
了强大合力。投入 30 万元全面改善集
贸市场内外环境，向市场商贩印发了
3000 多份文明知识调查问卷，查处流
动摊贩 8000 余个。全面铺开市容整治

“雷霆行动”，共拆除违章广告牌 1500
余块，整治超门槛经营 21000 余家，
拆除违章亭棚 168 处。投入 25 万元建
设道路硬隔离设施，严查交通违法行
为，开展旅游大巴专项整治，创新非机
动车管理模式，规范车辆停放秩序。投
入近 10 万元，为鸾东市场等 6 家农贸
市场熟食店统一安装高清远程监控系
统、“三防”设施及排气消毒设施。

文化惠民 为创城增色添彩

高新区七星区：创城为民谋福祉
“金点子”温暖市民心

（上接第一版）展现全面深
化改革“四梁八柱”主体框架的
生动视频，反映全国人大立法工
作和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详
细数据，展示先进典型、时代楷
模“群星灿烂 七星共明”的立
体柱，演示中国伙伴关系网络遍
布全球的多媒体产品，呈现干部
队伍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图文
展板，港珠澳大桥模型，三北防
护林体系建设工程(1978-2050)
示意图，世界上下潜深度最大的
作业型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模
型，中国自主研制的首台 400 马
力无级变速拖拉机，强军征程扬
帆远航武器装备模型……一件件
实物模型、一段段视频资料、一
张张图片图表，吸引了习近平等
领导同志的目光。他们不时停下
脚步仔细观看，认真听取工作人
员讲解，并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
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等参观了展
览。


